
行政院林全院長5月22日在臺南市賴清德市長、農委會
曹啟鴻主委、陳吉仲副主委、農糧署李蒼郎署長及本場王

仕賢場長等人陪同下，前往臺南市麻豆區南勢里關心文旦

柚災損，聽取農民心聲，立法委員黃偉哲、葉宜津、陳亭

妃、王定宇及周陳秀霞也親至現場關切。

文旦柚全臺種植面積4,253公頃，年產量6萬公噸，其中
臺南市1,010公頃，占24%，產期集中在8∼9月。由於今年
文旦柚3∼4月盛花期至生理落果期間，受到連續降雨及南
風之影響，產區普遍著果狀況不佳，日前經臺南市政府邀

集農糧署南區分署及本場共同勘察，確認致災原因，農委

會於5月19日已核定公告列入農業天然災害救助項目，受
理期限至5月30日止，凡受損達20%以上，符合受災補助
資格之農民可至區公所申請，每公頃救助金額7萬5千元。
林全院長在聽取相關單位簡報後，隨即至園區中勘察

文旦柚生長及瞭解實際災損狀況，也對農友的損失表達關

心及鼓勵，還在文旦柚禮盒上簽名，為臺南文旦柚行銷盡

心力。本場果樹技術輔導團隊將持續輔導農友栽培、病蟲

害防治及肥培管理技術，若有栽培上問題可逕洽本場。

【文/圖　張汶肇、黃鵬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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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林全院長上任

首赴臺南麻豆關懷 文旦柚 災損

農委會主委曹啟鴻

農委會新任主委曹啟鴻出身

屏東林邊農村，歷任省議員、

立法委員為農民喉舌，擔任屏

東縣長期間，也將農業作為施

政重心。即使縣長卸任，仍親

自參與國產友善耕作紅豆的契

作與推廣。對主委來說，農業

永續經營是一生的念茲在茲，

友善環境則是身土不二的堅持。

曹主委認為，農業不僅僅是農民的農業，在穩定糧

食供應、維護生態環境、保障食品安全、維繫社會文

化等層面，與全民生活息息相關，提供多功能價值，

因此希望打造「全民農業競爭力」，透過建立農業典

範、建構農業安全體系、提升農業行銷能力等三大主

軸，強化台灣農業體質，創新台灣農業的價值。

【摘錄自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網站】

強化體質、創新價值
共創台灣全民農業新願景

↑林全院長上任首度南下巡視臺南市麻豆區

文旦柚災情

↑農委會曹啟鴻主委說明極端氣候對

環境帶來的災害與衝擊，未來應強

化防災對策

↑王場長向院長說明本場推廣並廣為

農民所採用的柑橘窄胸天牛木板誘

引產卵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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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場、農糧署南區分署與臺灣種苗改進協會主辦，

農友社會福利基金會贊助，全國廚師職業工會聯合總

會、臺南市廚師職業工會、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等單位共

同協辦的「2016臺灣瓜果米食嘉年華」活動，6月4日在
本場新化場區登場，吸引了約4200位民眾入場參觀，一
起來品嚐瓜果米食風味、共賞瓜果文創藝術，體驗2016
「粽」夏之旅！

今年雖是上班日，人潮不減，一大早就搶搶滾！葉宜

津、陳亭妃、黃偉哲、周陳秀霞4位立法委員一早光臨現
場與民眾同樂，農糧署南區分署莊老達分署長、農友基

金會陳龍木董事長、種苗改進協會施辰東理事長等也依

序致詞，均表示瓜果搭配米食進行推廣，相得益彰，也

預祝活動圓滿成功。

今年活動主題為「絲瓜」及「苦瓜」，除了將形

形色色的果實與盆栽佈置成特色造景區外，種苗

公司也展示優良或特殊的絲瓜與苦瓜品種，除

了常見的綠皮與白皮苦瓜外，也有橙色苦瓜、

圓形絲瓜⋯等新奇品種。

米食DIY活動應景地推出「綁粽子」及
「蝦仁肉丸」DIY教學，並事先錄製影
片，除現場反覆播放，還上傳本場

Youtube官網，提供民眾學習應用。
為了推廣國產米食，農糧署邀請17

個單位，提供頂級臺灣在地好米或米製

產品展示展售，藉由宣導活動，教育民眾

「多吃米食有益健康」，並呼籲民眾多食

用國產米食與農特產品，以提昇我國的糧食自給率，兼

縮短食物里程，達到節能減碳效果。

為了協助推銷青年農民產品，今年瓜果節也提供攤位

給雲林、嘉義、臺南青農聯誼會、嘉義縣精緻農業協會

至現場擺攤，多位長官及立委也紛紛到攤位鼓勵青農，

提供關心與協助。

絲情瓜意 粽夏饗宴～2016臺灣瓜果暨米食嘉年華

泝瓜果主題區以絲瓜、苦瓜

為佈置主角

沴嘉義縣精緻農業協會的青

農們，讚！

沊新市區農會的毛豆一大早

就賣得搶搶滾 1

↑料理社會組冠軍作品

↑有趣的果雕作品

↑長官及貴賓手持各式瓜果，宣告活動開幕

↑果雕校園組冠軍作品

沝綁粽子教學，大家綁得 
有模有樣

沀料理社會組冠軍-林政穎、
谷桑.路法尼耀

泞瓜果展售攤位人潮洶湧

2 3

4 5 6

今年「瓜類與米食、鳳梨料理競賽」的食

材，除絲瓜與苦瓜外，選用「米」與「鳳

梨」為主角，希望藉此活動開發瓜果與

米食多樣化食用型態，促使更多消費者

了解多樣化食用型態之米製品，以及

不同類型瓜果產品。「瓜果創意雕刻競

賽」則選用「木瓜」、「地瓜」為現場

雕刻材料。經過激烈競爭，各組冠軍分

別為：料理社會組林政穎/谷桑.路法尼耀、料理
校園組洪唯竣/林育祥、果雕社會組劉佳渝、果
雕校園組黃詠傑。

今年活動雖然碰到上班日，但民眾仍熱

情不減，參與踴躍。活動在頒發果雕

料理競賽獎章

的歡樂氣氛中結束，大家相

約「2017臺灣瓜果米食節，
明年見！」

【文/黃惠琳、圖/黃鵬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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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國產落花生栽培面積為22,000∼24,000公頃，年產
量約68,000公噸，農業初級產值約35億元，為臺灣主要雜
糧作物之ㄧ。目前自播種、採收、乾燥作業，皆已採用機

械化生產模式，大幅降低勞力需求與生產成本。但臺灣為

小農制，生產成本偏高，無法與中國等鄰近國家競爭，自

91年入WTO後，依烏拉圭農業協定，落花生由原來管制
進口產品，改為關稅配額開放進口，至今年關稅配額維持

在5,235公噸，配額內之稅率每公斤為42元，明顯低於國
產花生成本，未來面對貿易開放及自由化貿易，壓力將會

與日俱增。因此，如何結合民間卓越加工技術，展新文化

創意與行銷活力，建立優質品牌，加強育成具本地獨特風

味及多元特性品種，提升與國際原料的市場區隔，為未來

確保國產落花生產業競爭力的重要努力方向。

【文/圖　陳國憲】

本土落花生再添新品種！本場投入10餘年時間，育成
「落花生臺南18號」，此品種同時保有50餘年來深受消費
者喜愛的「臺南選9號」獨特風味，也具有目前主要栽培
品種「臺南14號」大粒、豐產優點，產量高出近一成，加
工後口感更細緻鮮甜，風味更香醇，明顯提升與國外原料

的區隔。「落花生臺南18號」除了作為一般花生加工產品
原料外，更適合焙炒加工，已於104年底技轉給民間推廣
種植。

國產落花生品種早期研發方向，以符合消費市場需求

的大粒、豐產為主。由於國內生產成本較國外高，且市場

區隔性不足，難與國際市場競爭，目前仍採行關稅化配額

管制進口措施，但未來貿易逐漸開放及自由化趨勢仍不

可避免，日後如能順利加入TPP等自由貿易組織，國產落
花生產業難免會受到衝擊。有鑑於此，本場10餘年前即積
極投入準備，朝

本土風味，特殊

多元化及耐儲存

品種方向發展，

盼能在未來開放

後，與國外原料

有明顯的區隔。

優質國產花生有黑馬～落花生新品種臺南18號

↑落花生臺南18號植株 ↑落花生臺南18號種仁↑本場在農委會舉開記者會，鄭榮瑞副場長及研

究人員說明及展示落花生臺南18號多元化產品

2016年國際蔬果嫁接研習會 圓滿成功
「2016年國際蔬果嫁接研習會」5月17日在本場開幕，

邀請亞太地區印尼、日本、韓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泰

國、越南及我國等8個國家，共計13位專家參加，並有近

30位本國學員參與，針對各國實際運用嫁接技術的心得與
相關產業發展的現況進行學術交流、研討及經驗分享。

本研討會由亞太糧肥技術中心及本場共同主辦，農委

會副主委陳文德、亞太糧肥黃有才主任、本場王

仕賢場長分別於開幕致詞歡迎各國貴賓，臺灣與

會貴賓有農委會科技處盧虎生處長、台中農改場

林學詩場長、農友公司、亞蔬中心代表等。

研討會重點包括:(1)收集整理亞太地區嫁接技術
和產業發展現況；(2)展現台灣的嫁接技術與成功
嫁接產業；(3)加強合作研究和產業發展的合作夥
伴關係。兩天研習會後並安排參訪瓜果類蔬菜嫁

接苗生產育苗場，以實地現場介紹我國嫁接技術

應用情形與成功的嫁接產業。

【文/黃惠琳　圖/黃鵬戎】
↑「2016年國際蔬果嫁接研習會」與會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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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為了鼓勵稻農生產高品質的良質米或採友善環境

農法種植水稻，朝向自有品牌建立，以提升稻米價值，不

再依賴政府公糧稻穀保價收購制度也能自產自銷，創造更

高的利潤為目標，將在本(105)年第2期作在全臺選定6個
地區，試辦稻作直接給付與保價收購制度並行新制，給生

產優質稻米的農民多一項選擇，藉此希望能提升產業的競

爭力與農民的收益，共同創造雙贏。

本次試辦點分別選在公糧繳交率達90％以上的桃園市
楊梅區、新竹縣新埔鎮及嘉義縣的朴子市；另外還有公

糧繳交率相對低的臺中市龍井區及臺南市柳營區；最後

則是臺灣重要的糯稻生產區彰化縣的福興鄉，希望藉由

以上不同稻穀銷售類型的地區來進行比較分析，以周全

政策之內容。農糧署從6月7日起到6月14日也開始派員
到各試辦區辦理說明會，務必要讓稻農能充分了解該項

方案實施內容，同時也多方收集農民意見，降低農民疑

慮，以提高參加的意願，落實試辦的意

義。

6月7日在本場轄區柳營區農會舉
辦首場說明會，柳營地區稻作面積

1,323公頃，公糧收購量872公噸，繳交率65％，除此之
外，當地也是稻米產銷契作集團產區之一。由柳營區農

會輔導良質米產銷班所成立的“查畝營ㄟ米”品牌，在

市場銷售上反應良好。因此，在地的農民出席相當踴

躍，顯然對政府所推出的新政策相當有興趣。農糧署張

文怡科長在說明會上，首先就試辦內容的給付對象、額

度、申報時程、行政作業及宣導方式，還有試辦的影響

評估等等先做詳細說明，並強調稻米直接給付只是提供

給農民多一個選擇，現行的保價制度仍然存在，農友毋

須過度恐慌，也希望農民在了解新政策含義後，能一起

來維護農友收益、穩定市場的供需，使稻米產業得以永

續發展。

座談會時農友發言非常踴躍，有農友擔心未來如果取

消公糧保價收購，所有稻穀集中到市場容易造成價格崩

跌，對於無法自行銷售的農民，該如何是好?又有農民提
出若已申報參加稻作直接給付，事後又反悔，是否能變

更?又變更的期限為何?另有農友提出直接給付的1萬元
金額如何算出?。農糧署南區莊老達分署長針對以上
問題一一解答，並強調對於農友們所提出的任何問

題將在所有說明會結束時，政府會做一通盤檢討，

將農民所提的寶貴意見納入政策修正參考，一定竭

力解決農民所提之疑問，適時的修正試辦內容，也希

望農友們能多多支持政府新政策，

共同努力守護臺灣的農業與維護農

民的權益。

【文/圖　石郁琴】

稻農選擇多一項　稻米價格不一樣

↑農糧署糧食收購科張文怡科長現場

說明稻作直接給付新制內容

←農糧署南區分署莊老達分署長(中)與農糧署
產業組林傳琦組長(左)及柳營區農會陳右欣
總幹事共同主持說明會

斜紋夜蛾初孵化幼蟲具群集性，晝伏夜出，會大量啃

食蓮花植株心梢及嫩葉，阻礙正常生長，嚴重時不僅影響

影響蓮花產品品質，甚至破壞全園景觀，對蓮花觀光產業

影響甚鉅，必須加強防治。因此應注意田間蓮

葉是否有薊馬及

斜紋夜蛾活動，

及時施藥防治，

以控制害蟲密

度，防止大量發

生危害，避免嚴

重損失。

今年6月持續高溫，臺南白河地區蓮花產區已發現小黃
薊馬、斜紋夜蛾危害，為避免蟲害迅速蔓延及確保蓮子之

收成，請農友注意防範，把握防治適期加強防治，相關防

治用藥請上本場官網查詢。

小黃薊馬屬雜食性害蟲，

蟲體細小易隨氣流飄散，喜歡

躲藏在縫隙間，蓮葉在未展開

前，最適宜其躲藏及危害，常

造成展開之新葉皺縮。薊馬密

度高時，蓮蓬也會受害，導致

葉片褐化、捲曲，影響蓮子的

產量及品質。

蓮花薊馬、斜紋夜蛾蠢蠢欲動，蓮農應提前防範

↑小黃薊馬於蓮葉上危害 ↑斜紋夜蛾幼蟲群集危害蓮葉 【文/圖　陳盈丞】


